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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夜里，又梦见了父亲。他微笑地看着我，嘴张了

几张，却听不见说的什么。醒来以后猜了半天，也没猜出

名堂。平时，总觉着父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仔细想想，

他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窗外夜色浓重，深沉的思念让

我难以入睡，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断断续续的往事又

一点一点凝结起来。

1969年冬天，我们全家下放到西华县西夏公社陆城

大队屈庄村。离开郑州那天，天飘起了雪花。谁知道越下

越大，车到漯河，地上的雪能埋住脚。路上听说我们要去

的屈庄，村里没有闲房子，只好把磨坊腾出来，让我们

住。

因为路不好走，卡车开到地方，天已经黑透了。村里

人帮着把东西搬到屋里。父亲点着煤油灯，眼前一片狼

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看着几个孩子又冷又饿，浑

身发抖，就说：“先找案板，让你妈擀面条，喝两碗热汤就

不抖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推门出去，见院里拴满了牲口。昨

天夜里一头牛也没见，今天从哪儿冒出来的？问问才知

道，我们左右邻居都是牲口屋，晚上牵进去吃草，早晨拴

到院里休息。父亲看着满院的牛、驴，笑了笑说：“哎哟，

这回可真到牛棚了。”

父亲来到屈庄，压力很大。下乡前几个月，《河南日

报》连续用8个整版点名批判父亲，说他是“反动学术权

威”、“文艺黑线黑干将”。文章题目不知道是几号字，大

小跟鸡蛋差不多。当时他住在文化系统“牛棚”里。那天

我去送换洗衣服，他小声问我，“报上的文章看了没有？”

我点点头没有吭声。他看看我，叹口气说：“唉，比《李双

双》得百花奖都热闹。”

刚到屈庄，父亲自知问题严重，格外小心谨慎。鸡叫

头遍就不敢睡了。听见上工钟响，赶紧起来跑到村口，等

着队长派活。左等右等也不见人。他冻得站不住，想跑跑

步暖和暖和，又怕不合适，只好干冻着。后来饲养员跟他

说：“老李哥，你起来早了。队长敲过钟回去睡一觉才出

来派活呢。”父亲还是怕去晚，钟声一响就起床，在屋里

暖和一会儿，听见有人说话就快步跑出门去。

父亲虽说是“黑人”，村里人对他却很好。刚来时，门

上的缝太宽，冷风直接刮到床上，晚上睡觉得用被子蒙

住头。父亲说冷倒不怕，就是怕会不会中风。第三天，觉

着屋里暖和很多。早上起来一看，门上挂着厚厚的草帘

子，长短宽窄都正好，显然是刚编的。到底是谁编的？一

直到我们离开屈庄，也没有打听出来。

生产队里共有三个饲养员，年轻点的叫屈松岭，那

两个不知道叫什么，人们都喊野猫他爹和锅他爹。因为

是邻居，接触也多，常常帮我们和煤、挑水，干些重活。牲

口槽头长出来两株蘑菇，也用手捧过来让我们吃，说是

炒炒比鸡肉都香。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司渡口拉煤，整整

跑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眼看太阳就要落山，带的干粮

也吃完了，每走一步，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我们摇摇晃晃

走到一个大坡前，再也没有力气了。正愁得没有办法，看

见坡上下来个人，手里掂根麻绳，仔细看看，认出是松

岭。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帮我们把煤拉回了家。

对父亲的问题，村里人有自己的看法。那天晚上，他

路过饲养室，听见屋里正在议论：有人说老李哥又写书

又写电影，给国家挣的钱，三间房子都装不下。说人家

黑，真是良心背到脊梁上了。有人说他干活有力气，实在

不耍滑。有人说老李哥仁义，咋看着都不像赖人。

父亲回到家里。跟我们说这事的时候，眼里闪着泪

光。农民兄弟没有嫌他黑，没有把他当外人。这些年来，

他挨过无数次批斗，积攒了说不清的冤屈。村里人看似

普通的几句话，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慰藉啊！

村里人都叫父亲老李哥。那年他刚41岁，虽说面相

老一点，怎么看也不到50岁。听着六七十岁的老人喊他

哥，父亲很不好意思。他解释了几次，没有任何效果，大

伙还是喊他老李哥。后来父亲就不解释了，哥就哥吧，人

家尊重咱，咱不能不识抬举。

时间长了，父亲和村里农民像是一家人。他们看父

亲干活太不惜力，就问他：“老李哥，你这么干活不累

吗？”父亲苦笑着说：“咋不累，躺到床上身都翻不过来。”

村里人教父亲怎么巧干活，怎么把轻活做重，重活做轻。

往地里送粪时，装车别拉车。装车时，想干多装几铁锨，

干不动少装几铁锨，累不着人。拉车可不行，少使一点

劲，架子车就不动弹。收麦时，去场里，虽说是重活，也能

做轻。掂把桑杈跟着翻翻场，天太热到树底下站站，凉风

刮着，也怪得法。千万别去割麦，每个人把多少垅，累得

腰酸腿疼，一点懒都偷不了。

父亲也是在农村长大，各种农活都干过，以前真没

注意，这里边还有大学问。后来，他又听说好多偷懒耍滑

的办法，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简直可以写一部书。父亲

心里明白，给自己干活，偷懒耍滑用不上。这些办法都是

对付生产队的，干轻干重都是那么多工分，时间一长，再

勤快的人也学懒了。中国农民是勤劳的、智慧的，他们创

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可是如今，都把心思用到了偷懒

耍滑上，这是多大的浪费，仔细想想，能怨他们吗？

父亲经常跟我说，赵树理、柳青、马烽他们几个人最

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特别是赵树理，春秋四季、婚丧

嫁娶、说书卖唱、剃头修脚，没有他不知道的。就连卖寡

妇的几十种方法，他也清清楚楚。赵树理表演的瞎子说

书，连拉带唱，比赵本山地道得多。父亲一直认为，国家

制定农村政策，应该问问这些作家。父亲是性情中人，形

势稍一松动，就又在幻想中生活了。此时此刻，他躺在屈

庄的茅屋里，忘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思考国家大事了。

正是对农村现状的深刻了解，父亲在 20世纪 80年

代初坚决拥护大包干责任制。当时北京的大多数干部都

反对这种做法。父亲去河南几个县调查，和农民座谈，让

农民投票。在伊川县，他找来100个农民，每人发一颗黄

豆，一粒玉米。又在一间没人的屋子里放个空碗，赞成

大包干投黄豆，不赞成大包干投玉米。农民一个一个

进去，又一个一个出来。投完票以后，父亲和县、乡几

个干部走进屋里，看见碗里都是黄豆，他们数了数，整

整100颗。

父亲心里不踏实，又追出来问，你们是真赞成大包

干吗？有个农民跟他说：“真赞成。老李哥，亲兄弟还分家

呢。硬把一个村的人弄到一块，干好干不好，小孩子都知

道。父亲从河南回到北京，把这些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

文章《初春农话》，发表在《人民日报》。据说万里看过这

篇文章，他高兴地说，就照文章里写的办中国农业。

在屈庄半年多，我们适应了农村生活。喂了只奶羊，

还养一群鸡。那年闹鸡瘟，村里的鸡差不多死完了。我们

住在村头牲口院，每只鸡都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母鸡下

蛋时，喊叫声此起彼伏，分外响亮。最多的时候，每天能

收20多个鸡蛋。父亲没有收过鸡蛋，他看着这热闹的景

象，脸上总会浮起舒心的笑容。

正当我们享受安宁的时候，1971年秋天，一件意想

不到的事，搅乱了平静的生活。那天下午，一个身穿孝衣

的人跑到我们家，跪在地上。父亲认出是村里的屈占元。

他是来报丧的，哥哥屈连元昨天去世，想让父亲写一篇

祭文，也就是追悼词。父亲支吾着说，他的问题没有解

决，不能动笔写东西。屈占元听了父亲的话，眼泪又流出

来。他哭着说着，叙述了哥哥不平凡的一生。

屈连元兄弟三人，父母去世早，哥哥把弟弟拉扯大。

他自己没有娶妻，拿出积攒的钱，给两个弟弟成了家。解

放前夕，被抓壮丁的屈占元逃回家又被抓住，按照军法，

逃兵一律枪毙。为救弟弟性命，屈连元跟来抓人的国民

党兵求告，弟弟有家小，我替他行不行？俺兄弟俩长得差

不多，谁也看不出来。说了好话送了钱，哥哥替占元走进

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屈连元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他又醒过来，浑身上下摸摸，也没有伤。后来才知道，

军法队没有枪毙他，只是让陪了法场。

父亲见过屈连元，他身体不好，在菜园里干活。冬天

穿件不太干净的黑棉袍，一只眼还眯缝着，老是睁不开。

没有想到，多不起眼的人，竟有这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他

真想把这个人好好写写，可是……不能写。文化大革命

刚开始，灾难像暴风雨一样倾泻下来。他被打成文艺黑

线的黑标兵，写的越多，罪恶越大。伤害尊严，肉体折磨，

能想到的苦难他都受过，自己受罪不说，还连累全家。几

个孩子都是下乡知识青年，大孩子 20 多岁还找不着工

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人敢要。

父亲像孩子一样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从屈占元来

过以后，脸上再也没有见到笑容。我知道，内心的风暴正

袭击着他。父亲真想写这篇祭文，哥哥有担当，弟弟知报

恩，这些朴素感情使他深受震动。那天夜里，他趁着大伙

高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全家人都变了脸色，母亲说他

伤疤没好就忘了疼，父亲说他写的是贫下中农……母亲

说，“你写的是贫下中农，你不是贫下中农。这几年过的

啥日子？现在刚好点，听我一句话，别再惹祸了。”

全家人的态度，让父亲感到很大压力。他想来想去，

家里人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些年，所有的灾难都来自写

东西。这支笔伤透了他的心，也伤透了全家的心。父亲找

着屈占元，让他去县里找个高中老师……占元说，“还是

想请你写。老李哥，我知道你作难，那天围着房子转了三

圈都没敢进去。俺哥这辈子太亏。你要能答应，啥时候提

起来，祭文是老李哥写的，也算对住他了。你要不答

应……”

父亲没有听完占元的话，转身回到家里。当时村里

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念一篇祭文。别的什么活动都不

准有。父亲知道占元的心事，了解这篇祭文的分量。夜

里，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听着父亲的翻身声，我

知道，有个念头在他心里顽强地活动着。天快亮时，我听

见了父亲的说话声：“老董，你醒了没有？”母亲没有理

他。父亲又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这祭文我还得写。村里

人对咱怎么样，你都知道。要不是他们，咱的日子也过不

到这一步。人家看起咱，求咱，咱死活不答应。这种事我

做不出来。咱有啥本事？能帮人家什么忙？不就会掂掂笔

写俩字吗？再说到了这一步，本来就在地上趴着，摔跤还

能摔到哪里？总不能为这点事蹲监狱吧。”母亲没有说

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开追悼会那天，村头聚了不少人。听说祭文是老李

哥写的，乡亲们都想来听听，见识见识省里的大学问人。

我走进人群，发现父亲站在会场的角落，低着头，弯着

腰，不想让人看见。

祭文是个中学老师读的。刚开始人群里有点乱，读

着读着，会场静下来。那个老师眼泪流了一脸，强忍着悲

痛读下去。他越是这样，群众越伤心。小孩子不懂咋回

事，看见大人哭，他们也哭，祭文没有读完，会场里哭声

一片。我偷偷看看父亲，他还站在老地方，脸上又是眼泪

又是鼻涕。父亲谁也不看，不停地用衣袖擦着脸。开完会

回到家里，父亲脸色阴沉沉的，一句话也不说。我却从那

凝重的神情中，隐隐地看到一丝满足和成就感。

祭文轰动了屈庄。村里人见着父亲，目光中除了原

有的亲热，又多了几分崇敬。有人说学问这东西，看不见

摸不着，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有人说没看出来，老李哥

还有这本事，人家拿100多块钱工资真不亏。

听着这些赞扬，父亲有点后怕。这件事越闹越大，万

一传到省里，上边会不会整他？自己受罪不要紧，又要连

累孩子们。往后还是得小心谨慎，再也不能感情用事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支笔掂起来，再也放不下了。附近

村庄的农民，听说父亲写篇祭文，比请两班响器都热闹，

都来登门求告。听着那生动的经历，看着那殷切的神情，

父亲不好拒绝。反正是账多不愁，让他们看着办吧。母亲看

他那忘我的样子，也没有再阻拦，只是背地里偷偷擦眼泪。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整父亲。他的名声越来越

大，几十里外的乡亲都来请他写祭文。父亲说，“一篇祭

文就是一户农民的家史。人家主动找上门，说的都是心

里话，没有敷衍、没有虚假，这是多好的机会。”

星移斗转，阴差阳错，正是父亲在农村住了三年多，

熟悉了几十户农民的家史，积累了生活、积累了感情、积

累了细节，才为后来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后话了。

李凖是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在文坛和影坛上卓然挺立，

声名远播，关注和研究者颇多。但对他的书法以及他与书法文化的关联，关

注者不多，认真的研究者更是几近缺席，这与他的书法水准及实际业绩是很

不匹配的。

文人书法大多散淡随意，线条柔顺简约，从书法文化传承角度看，“帖

派”的特点很明显。但观著名作家李凖的书法却并非如此，而以“大气磅礴”

的气势见长，其“碑派”的特点相当突出。在作家文人圈子里，能够精通碑派

并写出一手碑体好字的人少之又少，几乎是临近绝迹的“稀有动物”。从李

凖的碑派书法中，则可以看出这样的鲜明特点：勇武阳刚的军人气质和文人

气质的有机融合，粗犷豪迈的蒙古族血脉与包容大度的汉族文化的潜移默

化，使其碑派书法的艺术风貌呈现出肃然巍然、深厚深沉的气象，其作为文

人书法家的气度也堪称是“大气磅礴”，独树一帜的。

李凖在运笔挥毫时，其“碑派”的苍劲有力及勇武刀斧之气是显而易见

的，同时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功。这使他立足于文坛、影坛和书坛而又能

兼容“三坛”之美于一身，殊为难能可贵：他的书法世界融汇了文学性和镜像

感，既有了文学的诗意、文化的品位，也有了电影的聚焦和立体感，可静观可

叹赏。据有关资料，李凖作为蒙古族人，是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的后代，木

华黎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中原。或许是祖辈征战疆场的勇武气质传承，据李

準夫人讲，他从小便黑胖个大，祖父给他起名铁生，村里人更是对他以“铁疙

瘩”相称，单是他威猛壮硕的身板也足可令人想起“字如其人”的说法。他虽

出生于河南耕读传家的宿儒之家，但父亲却一面教导他要儒雅有致，另一面

又教导他要有个性，敢做敢当。这对他的书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父

辈如狼似鹰式的“性子”教育，使他崇尚豪迈雄健之美，这在他厚硬磅礴的书

法中多有展露。来自中原大地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李刚田先生，亦曾特别

注意到李凖魏碑体书法的历史来源与地域特色，以及与康有为倡导碑学的

近代书法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康有为曾致力于挖掘和梳理碑学的审

美和理论体系，从而使其阳刚古朴的书法美重新光照神州，李準对此心有灵

犀，遂深受魏碑书风影响，出手便是一手魏碑字。此外，他也曾亲临龙门石

窟，被那里碑刻作品的开张大气和大巧若拙的书法笔意深深震撼，北魏碑刻

的遒劲豪迈与民间朴素的自然情感都给了他很多启发，也巩固了他的笔墨

基础。他平时喜爱阅览魏碑名拓，更是坚持将《龙门二十品》《经石峪》等常

读常临了十余载，从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骨力劲健、大气磅礴、厚重生拙的

书风，建构了具有“李準书法个性”特征的“有意味的形式”。

李凖虽然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等行政职务，但他终归是作家文

人，其书法作品一定会带有文人的痕迹。文人们大都学富五车，天南地北无

所不知，他们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化素养都渗透、润化在书法的间架结构中，

或细腻或粗犷，但灵性隽永的每一笔都暗藏着鲜活的故事，每一幅都可以给

人意味深沉的启示。文人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雄厚阔大的书法实

践作为李準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艺术结构与他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总会

统一于其高级复杂的情感与人性之中。李凖对书法的研究和实践，也像他

的小说或电影剧本一样，颇显其文人亮色，有感性更有理性，真正踏进了中

国书法的阔大而又深邃的艺术境界。纵观李凖的书法，其潇洒不羁的文人

书法气质还是蕴藏于尺幅之间的，他的泼墨行笔，方笔、圆笔混杂运用而以

中锋枯笔运用为多，笔画厚重浑圆却行笔自然，不去精雕细刻却自有一番意

趣和神采，正气优雅、温润高迈的诗意渗透进他恢弘广博的提笔行墨之中，

因而使其雄强豪放的书法还具有了“刀工藏锋，斧凿藏声”的含蓄美。李凖

书法艺术所表现和传达出的这种文人化的情绪与感受，也体现着他内在心

理结构和外在社会秩序的碰撞调谐，从而协和演奏出一曲伴随墨舞而余音

袅袅的生命之歌。

可以说，李凖的书法表现特征与其文学艺术精神是互为表里的。在北

京1994年秋天召开的“文学与书法”座谈会上，云集于此的众多文学家与书

法家均有精彩之论，李凖发言中曾特别强调：“要力图摆脱身上的‘姿气娟

媚’。书读多了，就会自然脱俗有个性。”这与中国书学强调的“腹有诗书气

自华”显然是一致的。书法表现着书者个人的“诗书”之气，也就是文学之

气，李凖的表述无疑也融入了他自己对书法与文学关系的深切体验。书法

艺术在本源上便是跟文学、文学家同在共进的，李凖自然也乐于将书法和文

学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不可能排除他书法中的“文章学问之气”，而只去单

纯欣赏其书法的用笔与线条之美。他即使书写的是古人的小诗《唐终南山

翁诗》：“霜鹤鸣时夕风急，乱鸦又向寒林集，此君辍櫂悲且吟，独对莲花一峰

立。”也别有寄托，其间也透露着书写者某种悲凉而又超然的心境。

底蕴丰厚的中原“地域风格”就这样滋养了李凖，塑造出他的审美个性，

也使其书风颇富张力和庄重浑厚。来自山川草木的淳朴之气蕴含在其文学

作品中，更流荡在他大气挥就的书法之中；他与朴素的农民是心心相印的，

这种质朴情感成就了他决无媚俗之气的文学，也成就了他质朴凝重的书法

艺术。在当代中国，李準是同时在小说、电影、书法等多个领域都取得重要

成就的文化人物。这得益于他具备的充沛的“正能量”，得益于他长期积累

的作为文化名人的高度自觉，更得益于他基于“人民文艺”立场而生成的艺

术良知。

李凖从小说和电影“跨界”到书法领域，并且介入程度很深，俨然成了书

坛中人。他的书法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就陆续发表，且常为热爱书法的人

士收藏；他的书法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也屡屡出现于北京的荣宝斋，进入

了正规的书法市场。由此可见，李準书法并不是一般所谓的“名人字”，因为

他在通畅自然的墨舞、浓郁深沉的笔意中表现出的是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

显示了可与专业书家媲美的书法功力。

究竟如何看待作家们的书法，在文化界已成为一大热论焦点。但对李

凖的书法似乎很少有不屑一顾的负面评论。因为他的书法确实显示了内在

功力，并总是能够给人一种有情可抒、有意可达的感受。曾有人评价其运笔

落墨带有晚清书法大家张裕钊的韵味，在笔法上尤其能够注意中笔必折、外

墨必连、转必提顿、落必含蓄等细节，且能巧用锐笔和涨墨等笔法。李凖由

此深得笔情墨趣，欣然说过“我发现书法天地也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样乐观

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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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记忆
□李 澈

李凖信谈《大河奔流》
□田 蕾

《大河奔流》是李凖创作于“文革”后期的电影文学

剧本。它以李麦一家的悲欢离合为主线，通过描绘黄泛

区人民解放前后 20 多年的生活，展示了黄河及其子孙

们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跌宕起伏的内容突现

在“文革”后的寂寥文坛，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铁

骊一看到“就被它深深吸引”，随即着手搬上银幕。荒废

了近 10 年时光的老艺术家们争相参与，影片主创团队

大腕云集：李凖编剧，谢铁骊、陈怀皑执导；张瑞芳、陈强、

于是之、王铁成、张金玲、王心刚、葛存壮、项堃等演员参

演……影片1977年年初开始筹拍，1978年即正式上映。

李凖写给师陀的一封信可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现场记

录。为保持史料的完整性，特将此信全文刊出：

师陀同志：
春节好。

上海回来时，临行匆匆，未及告别。又让您改了两

稿，实感不安。

我十四号从郑州来北京，春节时见到段佩明、陈建

平等同志，老朋友都谈到您，很怀念。他们大约都想请

您写一篇悼念芝圃同志文章，不知道写了没有。

《大河奔流》蒙您奖励，实不敢当。下集您没有看，

仍有些和当前农村政策不尽吻合之处。我也很惭愧。

搞社会主义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平常学习太差

了。

“大河”在河南上座还好。但在北京，上海，似乎被

“三笑”之类的外来片子，冲得很厉害。北京近日开电影

厂长会，大家都叫苦，但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大

河”再说总比“三笑”之类片，还多少深刻些，它还总是写

人物，写社会的。锁国十年，一开放外国片，便“倾城倾

国”，这也是一种报复。

河南各地正开四级干部会，贯彻农村政策。有地方

买牛私养，借部分地自种，我看不妨实验一下。

五六月份可能去上海。到时再去拜访。

问候夫人及公子好。

李 凖
2.21

北京地址：西四北四条五号
这封信传达出几点信息：一，师陀对《大河奔流》持

肯定态度。师陀解放前就是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的

特约编剧，解放后又担任过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

他写了不少剧本，也翻译了很多世界著名剧本，在电影

创作行当中，堪称名副其实的专家、大家。他的“奖励”，

可视为从艺术角度给《大河奔流》做了一个很高的标

识。二，李凖的自我评价也是及格的，因为“它还总是写

人物，写社会的”，所以无论如何“总比‘三笑’之类片还

多少深刻些”。后来他承认这部剧作“失败了”那是后来

的事，而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当时的认识。无论是

谁都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李凖自然也如是。三，《大

河奔流》“在河南上座还好”，说明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和

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都得到了河南家乡的认可。尽管它

仍属于“欠账”类的作品，但凭着它浓厚的生活底蕴，依

然赢得了家乡人民的情感共振。四，作家在为下集“仍

有些和当前农村政策不尽吻合之处”而“惭愧”，检讨自己

“搞社会主义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平常学习太差

了”，说明《大河奔流》仍是以“紧合着时代的节拍”，“只知

紧跟形势，配合运动”为创作特色及叙事切入点，作家满

腔热情而缺乏独立思考，所以尽管初衷是“拿出一部同当

时独霸文坛的帮派文艺不一样的变味的作品来”，但最终

还是写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硬图解。明

乎此，便不难理解李凖后来一定要用《黄河东流去》“覆

盖”《大河奔流》的心情，从而感受到他自省与自我解剖的

能力与勇气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和人格光辉了。


